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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六個步驟

1. 神的恩召

2. 人的歸正
3. 稱義

4. 成為神的兒女

5. 成聖

6. 得榮耀 肉體得救

我們信耶穌時已經得救成為神的兒女 — 靈魂的得救

肉體還沒有得救，會老、會衰敗

肉體得救新約聖經有一個特別的名詞「得榮耀」，

榮耀 glory、動詞 glorify、得榮耀 glorification，榮耀 glory、動詞 glorify、得榮耀 glorification，
不是神學家發明的，這是聖經的名詞…

羅八23 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

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得榮耀是在講我們身體得救贖，還沒有完全兌現，

成為神的兒女、得到兒子的名份，靈魂方面已經兌現成為神的兒女 得到兒子的名份，靈魂方面已經兌現

肉體還沒有兌現，很多的虧缺、軟弱、不像樣的地方…

什麼時候才得救呢？

我 在等羅八23 我們在等候；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 稱他們為義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我們稱義那個時刻是靈魂得救 成為神的兒女了我們稱義那個時刻是靈魂得救、成為神的兒女了，

最後才是得榮耀，什麼意思呢？

腓三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祂自 榮耀的身體相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我們要得到一個榮耀的身體、就是得榮耀，我們要得到 個榮耀的身體 就是得榮耀

要等耶穌再來的時候才完全成就。

得榮耀這件事情全本聖經最清楚的就是林前十五章，

前面一半在講基督的復活…

一、1-11宣告基督復活的事實，多次向門徒顯現、包括保羅、1-11宣告基督復活的事實，多次向門徒顯現、包括保羅

二、12-19從負面來說—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

我們傳的福音就是枉然的

我們信的也是枉然、白信了，仍然在罪裡，

會滅亡、會比沒有信的人更可憐

沒有信的人還可以好好享受今生沒有信的人還可以好好享受今生

信的人積財寶在天，今生的東西可能沒享受

如果沒有復活的盼望如果沒有復活的盼望 —
今生也沒有、將來也沒有，

那不是兩頭空嗎？就更可憐了那不是兩頭空嗎？就更可憐了



三、20-28 復活的次序

1 基督最先復活 是 熟 果1. 基督最先復活，祂是初熟的果子

2. 基督再來時，屬基督的人要復活

果樹上有第一顆初熟的果子，好吃…
其他的果子也要陸續成熟了

第一個果子是耶穌基督，

我們就是其他的果子，要陸陸續續成熟了

3. 基督征服受造界一切的權柄、權勢，基督自己做王

4.把死亡消滅

5. 耶穌完成這些任務，祂自己不是成為至高者，

卻把自己服在父神之下

28 萬物既服了祂，

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祂的，那時子 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祂的

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四、29-34 基督復活的影響，

實際的見證 — 門徒的轉變。

耶穌受難之後，門徒躲起來、非常害怕，耶穌受難 後 門徒躲 來 非常害怕

耶穌被處極刑，耶穌的同伴、門徒

從法律上來講是耶穌的共犯，從法律上來講是耶穌的共犯

可能要一起處死

可是後來怎麼變成那麼勇敢？可是後來怎麼變成那麼勇敢？

彼得三次不認主，

後來為耶穌拋頭顱灑熱血 死都不怕後來為耶穌拋頭顱灑熱血、死都不怕

還有其他的好幾位使徒、包括保羅，

都是大有勇氣死都不怕都是大有勇氣死都不怕

為什麼呢？

因為基督已經向他們顯現了

五、35-58 我們的復活 —
肉體得救 得榮耀最核心的要點肉體得救，得榮耀最核心的要點。

35 有人問死人怎樣復活呢？帶著什麼身體來呢？

耶穌應許過、使徒也講過，死人要復活

保羅寫 哥林多前書時，

耶穌已經復活升天二十幾年了，

卻沒有看到基督徒復活的事實…卻 實

1. 36 保羅用種子做比喻：

種子若不死就不能生，

我們種下去的只是子粒、只是種子而已，

各種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種子種下去以後會長出不同的形體，

這裡在講復活，會產生新的形體

原來形體朽爛了沒關係，

其實身體還在地上 雖然已經不像樣其實身體還在地上，雖然已經不像樣了—
變成骨灰、骨頭，都沒關係，

上帝看都還在地上

上帝要把他變成一個新的形體，

不是每個基督徒都變成同樣一個樣子，

38a 神隨自己的意思給他一個形體。

我們的死亡的樣子是差不多的，

死相都不是好看的死相都不是好看的

復活卻有不同的榮耀

體各有不同39 凡肉體各有不同：

人是一樣，獸又是一樣，

鳥又是 樣 魚又是 樣鳥又是一樣，魚又是一樣。



40 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

地上看到的榮耀，

是花草樹木、各種動物的可愛跟美麗，

跟天上日月星辰、偉大浩瀚的宇宙，

那種榮耀是不一樣的。那種榮耀是不 樣的

41 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

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

天上光體都不一樣…光 樣

星星有大有小，大小差的很多，

形體、光度、顏色也不一樣形體 光度 顏色 不 樣

天上各種榮光是有不同的榮耀，

在暗示—在暗示

我們將來得到的榮耀是有差別的

2.雖然有不同的榮光，但有四方面的改變是完全一樣的…

42 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保羅前面用撒種子做比喻

1)

保羅前面用撒種子做比喻—
這個種子在地底下好像人埋葬了，

種子不見了其實是變成 個新的形體種子不見了其實是變成一個新的形體，

26 我們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好像 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好像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

長出新的形體、結出更多的籽粒來。

我們所種的、我們的死亡，

好像種子種到地下，那是會朽壞的身體

耶穌再來時我們復活了，這樣的身體是不朽壞的身體

一般宗教講的是靈魂不朽，般宗教講的是靈魂不朽

而我們卻可以得到一個不朽的、新的形體。

2) 43a 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

不是道德上；是死的樣子是羞辱的，死人沒一個好看。

一個作家描寫一個在深山裡很大的蜥蜴，個作家描寫 個在深山裡很大的蜥蜴，

渾身亮晶晶、各種鮮豔的色彩，

可是被刀砍到突然死亡可是被刀砍到突然死亡，

渾身的亮麗的光彩馬上變為灰暗，

死亡使美容 下子就枯萎 凋謝 消失 只剩下死相死亡使美容一下子就枯萎、凋謝、消失，只剩下死相。

復活是不是照死的樣子復活呢？聖經說不是的—
死相不好看，可是復活是榮耀的…
復活時通通都是漂亮的，一切的殘缺都不見了

最美麗的人還是有虧缺的，復活才是完美的

羞辱有兩個層次— 死相是羞辱，美麗也是有殘缺的，羞辱有兩個層次 死相是羞辱 美麗也是有殘缺的

到復活的時候才是真正完全榮美。

43b 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3)

最強壯的人 —
因為離開上帝，都已經有殘缺、不夠強壯，因為離開上帝，都已經有殘缺、不夠強壯，

都可能疲倦、衰老、生病、死亡、老化；

但是復活的時候，是一個但是復活的時候，是一個

永遠強壯、不再衰老、不再老化的新的身體

44 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4)

般民間信仰 包括希臘哲學一般民間信仰、包括希臘哲學，

都把肉體當做不好的，

最 讓它消失 講靈魂的不朽最好讓它消失，只講靈魂的不朽

我們不是，按照聖經還有不朽的身體，

不但不朽，而且是榮耀的、是強壯的



什麼叫屬靈的身體呢？

身體是屬物質 屬 氣 怎麼是屬靈身體是屬物質的、屬血氣的，怎麼是屬靈的呢？

從耶穌復活的身體我們就可以懂了…

耶穌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就這樣穿牆越壁進來了，

祂是不是一股魂從窗戶的空隙、像阿飄一樣飄進來？

不是，祂是整個肉體、整個人在他們中間，

甚至多馬，耶穌有一次向門徒顯現他不在，馬 耶 現

他很多疑的—「除非我親眼看見、

親手摸到、要不然我就不信。」親手摸到 要不然我 不信 」

耶穌也向多馬顯現，他看見，夠了！夠了！

他俯伏敬拜：「我的主、我的神啊！」他俯伏敬拜 我的主 我的神啊！」

甚至在海邊烤魚、跟他們一起吃早餐

他的身體是摸得到、眼睛看得見，他的身體是摸得到 眼睛看得見

實實在在的身體。

祂是一個實在的肉體，卻不受血氣、物質、空間的限制，

穿牆 壁 升 直 升可以穿牆越壁、說出現就出現，升天就直接升天了。

就是這樣一個自由自在新的身體，

「可以解釋「屬靈的身體」—
我們已經不是一個屬血氣的身體了，

屬血氣的身體受到很多物質上的限制，

不吃就會餓、不喝就會渴，

做太多太久的事情就會疲倦、甚至早衰，

從此以後不再受這些限制了

我們雖是物質的肉體，但是不朽的、榮耀的、

強壯的、屬靈的，就像耶穌復活的身體

自如自在的，而且自由的升空了

這是復活的四大變化，這是復活的四大變化

是全本聖經談得榮耀最具體的一個描寫。

3. 45-49拿亞當做比喻…
先前那個亞當因為他的犯罪 我 家都先前那個亞當因為他的犯罪，我們大家都死了

現在來了一個末後的亞當，亞當的意思原來是人，

祂不是那個屬血氣的亞當、是一個新的亞當

46-48 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才有屬靈的。

頭一個人是出於地，乃屬土；第二個人是出於天。

那屬土的怎樣，凡屬土的也就怎樣；

他後來墮落了死亡了，我們也是墮落死亡

屬天的怎樣，凡屬天的也就怎樣。

祂復活得到一個新的身體

我們也照樣得到這樣一個

不朽的、榮耀的、強壯的、屬靈的身體

49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49 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

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

4. 50-51 復活就好，為什麼需要這樣子的變化呢？

50 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

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

我們原來這個身體是血肉之體，

其實神造的身體也不一定會朽壞，

變成會朽壞其實是犯罪的後果 —
屬血氣的後來變成會朽壞的，是已經被玷污了

已經有罪性的遺傳、也有我們自己所犯的罪

是不配直接進入上帝的國，是不配 接進入 帝的國

一定要進行一個榮耀的變化，

我們才配進入上帝的國。我們才配進入上帝的國



51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

我 睡覺 改變

睡覺就是死亡，耶穌再來，我們又醒過來，

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睡覺就是死亡，耶穌再來，我們又醒過來，

有一個新的、永遠的生命開始了。

如果剛好還活在世上 我們也不用經過死亡如果剛好還活在世上，我們也不用經過死亡，

無論是已經死亡的，

者 來還 著 都 改變或者耶穌來還活著、不用經過死亡的，都要改變，

死去的聖徒需要有四大變化

活著的人，即使青春美麗、強壯好看，

也不能直接進入上帝榮耀的國，

因為最美麗、最強壯的人，

上帝看來還是有軟弱有玷污的 —這個不配

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是這個意思。

5. 變化的時機

52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

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

我們也要改變。

什麼時候呢？耶穌再來的時候什麼時候呢？耶穌再來的時候…
三個形容詞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這裡不是啟示錄七個號角這裡不是啟示錄七個號角，

是羅馬部隊的號筒，通常分三次吹的—
衛兵在守望台看見遠方好像有敵人來了1) 衛兵在守望台看見遠方好像有敵人來了，

還不能確定，吹號、大家要做預備

2) 確定是敵人來了，大家就都要準備妥當

3) 末次吹響，敵人很近了，

不能等敵人來打，乾脆主動的衝出去

末次吹響是一吹就要衝出去，不然就更危險了，

復活的時刻是一下子就變過來了，

我們不是慢慢的得榮耀，

是一下子就得榮耀了

這邊重複前面所講的—
我們要變成不朽壞的、

而且要變成不死的

54 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死亡其實是得勝者，征服所有的人，

現在它失敗了 —現在 失敗了

被復活的大能、得勝者吞滅了

這句話舊約就預告，這句話舊約就預告

現在終於應驗了

一首短歌…

55-57 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
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

的毒鉤就是罪 罪的權勢就是律法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為什麼會死呢？因為有個毒鉤在那裡—就是罪，

用罪中之樂來誘惑人，好像魚鉤上的魚餌，

當咬上去的時候、上鉤了，就中毒了。

罪的毒最後讓我們死亡、像魚鉤就把魚釣上來了—罪的毒最後讓我們死亡 像魚鉤就把魚釣上來了

罪的權勢就是律法，

因為律法把我們定罪、處我們死刑因為律法把我們定罪 處我們死刑

感謝神，藉著耶穌就勝過罪、勝過刑罰、

勝過律法的控告、勝過死亡，勝過律法的控告 勝過死亡，

藉著耶穌基督都得勝了



六、53-58 結論

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
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為知道 你們的勞苦在主裡 是徒然的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1.我們勝過了罪惡跟死亡

因為基督已經勝過了，我們要跟祂一起得勝，

祂像初熟的果子，我們也陸續成熟祂像初熟的果子 我 續成熟

基督再來那一刻全都勝過死亡

有這麼樣榮耀的盼望，所以務要堅固不可動搖。有這麼樣榮耀的盼望 所以務要堅固不可動搖

這個堅固跟教義、真理有關—
信仰如果在真理上很深刻、豐富，就堅固不搖動信仰如果在真理上很深刻 豐富 就堅固不搖動

如果只有感情上、情緒上的熱烈，是非常不堅固的

我們學習像耶穌、像父神 — 上帝沒有轉動的影兒，我們學習像耶穌 像父神 上帝沒有轉動的影兒

我們也穩固不亂動，因為在真理上已經扎根了。

2.我們應該竭力多做主工，

為我 勞苦在 是 然因為我們的勞苦在主裡不是徒然的。

我們應該會算計 —不是計較地上暫時的得失，

最重要的算計，就是要知道那永恆的獎賞

我們短暫幾十年殷勤的、熱忱的、忠心的，

按神的旨意來服事祂，

可能有很多的勞苦、可能有十字架、…勞

短短幾十年的勞苦，卻可以得到

永遠的獎賞，不是很值得嗎？永遠的獎賞 不是很值得嗎

這樣講有些人覺得是不是太功利主義了？

我以前也覺得 耶穌對我這麼好、上帝的慈愛恩惠這麼大，我以前也覺得— 耶穌對我這麼好、上帝的慈愛恩惠這麼大，

一切努力也只是感恩圖報、理所當然的，

我不會為了獎賞而去奮鬥，我不會為了獎賞而去奮鬥，

這樣講好像比較清高…

但是上帝的本性就是公義、公平的…
樣基督 這 熱 勞苦同樣基督徒這人不冷不熱、那人付代價勞苦，

最後的待遇通通一樣，表示上帝不公平，

按照上帝公義的本性，就是會論功行賞。

葡萄園的比喻，早上、中午、下班前，一樣的工錢，

好像不公平，其實是在講救恩，就得救是一樣的

獎賞不一樣— 耶穌講一千兩、二千兩、五千兩，

都不一樣，就是要按在神面前的努力，來給我們獎賞

也不要自命清高，也不要自命清高，

有些人獎賞對他是有鼓勵的作用，

對有些人是需要的。

既然蒙受這麼大的恩惠，有這麼榮耀的應許在吸引著我們，

對有些人是需要的。

既然蒙受這麼大的恩惠 有這麼榮耀的應許在吸引著我們

那這暫時的勞苦又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呢？

林後四17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這一點點的痛苦好像一根燃燒的蠟燭，這 點點的痛苦好像 根燃燒的蠟燭，

短暫的痛苦燒盡了

我們到主那裡去的時候，我們到主那裡去的時候，

在主的大榮光裡面，

那永恆、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那永恆、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

跟我們世上這暫時的比起來，

實在是超乎我們的想像了！實在是超乎我們的想像了！

我們值得為這個而奮鬥，

這是保羅給我們最後的勉勵 —
竭力多做主工。


